
8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

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活跃夜间商业和

市场”是其中之一。意见提出，鼓励主要商

圈和特色商业街与文化、旅游、休闲等紧密

结合，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开设深夜营业专

区、24 小时便利店和“深夜食堂”等特色餐

饮街区。有条件地方可加大投入，打造夜

间消费场景和集聚区，完善夜间交通、安

全、环境等配套措施，提高夜间消费便利度

和活跃度。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品质提升，

为满足人民对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消费

的需求，近年来城市夜间经济悄然崛起。

诸如成都的“夜游锦江”、北京“紫禁城上元

之夜”、西安“大唐不夜城”等都引起轰动。

遂宁也深刻意识到了夜间消费的重要

性和巨大潜力，尝试打造夜间经济品牌，比

如国际莲花灯会和仁里灯光秀。

1 月 28 日，2019 中国遂宁·国际莲花灯

会正式点亮，此后 40 多天，整座城市都沐

浴在异彩中。“天遂人愿·遂心康宁”“吉祥

福地·心灵度假”“人文流韵·观音故里”

“生态静美·水润遂州”“筑梦幻乐园·吉祥

中国年”灯会用五大板块主题灯组讲述遂

宁故事。灯会吸引了全国主流媒体的关

注，央视、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纷纷点赞，

川渝 30 余家主流媒体走进灯会感受遂宁之

美。CCTV—4 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中国

新闻》以“四川遂宁：百组彩灯点亮圣莲岛”

为题报道了遂宁国际莲花灯会的盛景。

无独有偶，联盟河畔，钻石般坠落的光

艳水滴、河岸上动态的古代街景、变化多端

的水帘洞……光影世界中，市民游客无不为

夜色下“中国西部水都”的别样风情点赞。

晚上 8 点，华灯初上，河东新区万达广

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人群中，一位少女正垫着脚尖东张西

望。她把手举得老高，不停地挥动着，嘴里

还喊道：“这里，这里！”随即，几位与之年

龄相仿的年轻人便朝她走了过去。一碰

面，大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去万达

哪一家餐馆就餐。

一二楼的各服装店里，记者看到，顾客

络绎不绝，导购员热情地为客人推荐换季

新款，甚至不乏一位导购同时服务几位顾

客的情况，整个商场显得十分忙碌。

剥小龙虾、喝冰啤酒、撸烤肉串……万

达金街更是人山人海，这里的各种美食，不

停地挑动着来人的味蕾，弥漫着的香味让

人口齿生津。

热闹的人群，闪烁的霓虹灯，在老城中

心商业区的小吃街，虽然已是晚上 9 点，但

各摊位前仍然人声鼎沸。各类烧烤、海鲜、

田螺、猪脚、鸭腿等美食让人食欲大增。而

旁边的新都商场，虽已近打烊时间，但仍有

顾客不断进入，市民的消费热情显得很高。

除此之外，市城区一些甜品店、咖啡

厅、KTV 以及茶楼等场所的生意也比较火

爆。

据了解，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上

班族白天工作忙碌，许多人选择晚上外出

购物消费、休闲娱乐，我市夜间消费需求逐

年呈上涨趋势。

记者发现，餐饮、购物和娱乐成为目前

遂宁夜间消费的三大支点。遂宁的夜间经

济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商业区、万达广场和

涪江沿岸等为主要的聚集区，遂宁夜间经

济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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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曾说过：“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后来鲁迅先生也说：“伟大人格

的素质，重要的是一个诚字。”然如此浅显易

懂颇具真理性的道理，为何始终有人置若罔

闻，且失信之后还显得那么“理直气壮”？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报道，消

费者徐女士两年前花 3000 多元购买了 4 件无

印良品的木质家具。今年 7 月，北京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家具类商品进行质量抽检的结

果显示，五款无印良品家具标称的主材和实

际检测不符，徐女士购买的家具包含其中。

于是，徐女士要求无印良品按照“退一赔三”

的承诺进行赔偿，但遭到了无印良品官方的

拒绝，只同意退款退货。后在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的协调下，迫于监管压力的无印良品升

级赔偿方案，可以在不退货的前提下退款，

再赠送一个风扇，但附加条件是，需要徐女

士签署“承诺书”，也即是“封口费”。

看了这篇报道，心头冒出的第一个想法

是，现在居然还有如此之蠢的企业？丑事曝

光，不赶紧赔礼道歉危机公关，反而一味推

诿耍赖，甚至还要顾客签署“承诺书”，这岂

不是在越抹越黑自砸招牌？

信息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为建立“诚

信激励、失信惩戒”的联合监管机制，有效发

挥政府及行业对信用主体的监管作用，我国

在先进的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架构体系和数

据交换、ETL 等中间件产品和技术的支撑下，

建立完善了以“一网两库”为核心内容的公

共信用基础数据库及服务平台，实现了公共

信用信息互联互通，面向政府部门、金融机

构、公共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众

提供信用信息服务应用。

也即是说，在完整、健全的个人及企业信

用档案中，失信之人、失信之企业将无所遁

形。对失信人员、失信企业的处罚，也是其

不能承受之重。比如对最受社会关注的失

信“老赖”，采取的是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

卧等高消费行为，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

理信用卡等信用惩戒，以及限制出入境和强

制执行存款、收入、股票、车辆等多种惩戒。

严重失信的企业，也将被第一时间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要求，工商部门与其他行政单位将企业

处罚信息进行公示，并纳入诚信体系建设。

一旦被行政处罚就意味着企业行为失信，不

仅将取消诚信单位参评资格，还会对企业洽

谈业务、签订合同、贷款等产生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失信的成本实在太大。而随

着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深入、完善，全社会

对不诚信行为的约束和监管也将更周密、更

严格。

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过，在信息高

速 化 的 网 络 时 代 ，人 们 最 终 消 费 的 ，是 诚

信！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里，不管是个人

还是企业，都需要自由、平等、守信基础上的

契约精神。

诚信，是公民的第二“身份证”。失去了

这样的身份，谁愿跟你打交道，谁愿和你交

朋友？诚信，是企业的“金质名片”，是赢得

市场、赢得客户的最佳竞争“武器”。弄污了

这样的“名片”，丢失了这样的“武器”，谁还

敢跟你做生意，谁还敢和你谈合作？

莫让失信成为人生的“拦路虎”
◎杨俊

夜间经济：释放遂宁更多活力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今年以来，搞活夜间经济

成为全市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

点。8 月 23 日，市委书记邵革

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

赴成都市新都区学习考察夜间

经济发展方面的先进理念，对

我市夜间经济的发展方向作出

了重要指示，要求推动相关业

态与模式不断创新。

接下来，我市将从“夜游”

主题观光、“夜购”时尚消费、

“夜娱”文化体验、“夜宴”特色

餐饮、“夜宿”品质休闲等方面

着手，聚拢更多人气商气，打

造具有遂宁特色的夜间经济聚

集区，切实满足多元化的夜间

消费需求。

接下来，我市将从夜游、夜购、夜娱、夜

宴、夜宿品质休闲等方面着手，不断满足广

大市民和外来游客多元消费需求。

活跃遂宁“夜游”文旅精品市场。高水

平设计建设涪江沿线“灯光秀”，提档升级

仁里灯光秀，重点完善五彩缤纷路、圣莲

岛、联盟河旅游路线的并合建设。推出“夜

游遂州”旅游项目，通过景区灯光秀、特色

表演等活动吸引游客夜间旅游消费。

打造遂宁“夜宴”特色餐饮品牌。加强

对五彩缤纷路、滨江路餐饮企业转型升级

工作，打造 10 家以上遂宁“深夜食堂”品

牌，集中力量推出能让本地市民和外地游

客记得住、慕名而来的菜品和小吃。

培育遂宁“夜购”休闲消费市场。在

中心商业区、河东万达广场、各区县园区商

业街区新建“潮汐”式小商品和旅游商品夜

市，集中地方特色工艺品、旅游产品、农产

品等进行促销。鼓励夜间 20:00 后“弹性摊

位”经营，支持鼓励市场各类经营主体采购

销售市域“四川扶贫”、“遂宁鲜”、“遂宁

造”相关产品。

营造遂宁“夜娱”文化体育氛围。适时

推出夜间音乐节、川剧折子戏、杂技集锦等

文娱活动。鼓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延

长夜间开放时间，用好船山区体育馆、市体

育中心及在建的市文化中心场馆，不断丰

富体育健身和体育竞赛市场。

发展遂宁“夜宿”养心放心平台。大力

培育一批主题酒店、精品民宿，制定完善酒

店住宿业品牌发展专项政策。支持以禅香

小镇夜晚禅修农庄区等特色住宿业发展，

在市城区重点街道科学设置 24 小时便利

店、药店，方便居民游客夜间紧急消费。

走访——
夜间经济初具规模

目前，我市夜间经济还存在一些短板。

一些餐厅闭店时间较早。万达金街、

中心商业区和涪江沿岸等区域吃喝、休闲、

娱乐、购物等业态较齐全，但晚上 10 点以

后，商家陆续打烊下班，市民也随之散去。

而 万 达 区 域 部 分 公 交 车 收 车 时 间 较

早，有的线路 19 点就收车，最晚收车的线路

是 21:58。犀牛提码头，从游船发船时间上

看，晚上要想夜游观音湖只有 20：00 一班，

其他时间想游湖则需凑够一船的人数。

市商务局副局长邓正表示，遂宁经济

经过多年高速高质量发展，我市夜间经济

已有较好软硬件基础，但比较经济发达地

区，遂宁夜间经济的商圈夜市及相关项目

在品牌度、特色化、消费保障等领域短板明

显，满足市民游客的夜间消费需求的基础

配套设施、消费氛围等还较为薄弱；部分市

民还存在消费愿望不强、消费观念较为滞

后等现象。这两方面原因相互影响、彼此

制约，薄弱的基础不能吸引市民消费，而没

有市民消费便没有基础的提高和改善。

“遂宁很多夜市常年停留在‘吃喝唱打

打麻将’阶段。”邓正说，在许多人看来，夜

间经济无非就是“吃喝唱外加打打麻将”，

事实上，这仅是夜间经济的起点或一个方

面，夜间经济对城市形象、文化旅游、投资

购物、影视演艺、会展住宿等方面的发展助

力空间巨大，对配套服务的金融、交通、治

安等服务升级等也有很大的推动空间。

此外，遂宁夜间经济的载体分散且弱

小，缺乏全国、全省知名的商业街、小吃街、

休闲街，没有形成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旅

游景点或消费街区，因此对外地游客的吸

引力较为有限。

调查——
一些品牌正逐渐形成

问题——
一些短板还仍然存在

突破——
多举措助推城市发展

遂宁首个“网红”立体
停车位现身射洪

本报讯 为缓解停车难问题，射洪人民医

院修建了机械式智能升降停车场。这是遂宁

第一座机械式智能升降停车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市城区机动车辆数

和停车泊位数的巨大差距。目前，市城区拥

有机动车 10 余万辆，但停车泊位只有 7000
多，导致停车泊位常常一位难求。按照《城市

道路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计算，每 100 辆

汽车的标准泊位数为 30-35 个，按照标准，市

城区需要 3 万个停车泊位，对照评价标准，市

城区停车泊位缺口较大。

射洪人民医院现在有 80 余个停车位，但

由于地处城中心，车位依然很紧张，机械式智

能升降停车场将新增 56 个停车位，（共 8 排，

每排有 7 层），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设置更

多的停车位，效地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同时，

该停车场还在顶层设置了顶棚，让居民的爱

车免受日晒雨淋。 （全媒体记者 孙各）

遂宁 41 家企业亮相中
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

本报讯 5 日至 8 日，第七届中国（绵阳）科

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在绵阳举行。本届科博

会以“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开放合作”为主

题，遂宁市天齐锂业、江淮汽车等 41 家企业

携 114 类“遂宁造”产品展示展览展销。

本届博览会上，遂宁紧紧围绕主题，在成

都平原经济区展馆遂宁展区设立锂电及新材

料、电子信息、机械与装备制造、油气盐化工、

食品饮料产业展台，全方位展现遂宁五大优

势产业发展成果，与遂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创新创业工作，着力推动

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高新技术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创新举措。

博览会总面积 7 万平方米，设高新技术产

业、国际交流合作等五大重点展馆，围绕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产业领域、展示

最新科技成果，促进科技经贸交流，共商科技

创新合作。 （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

遂宁开展“2019 年度感
动遂宁十大人物”评选

本报讯 9 月 2 日，我市在全市范围开展

“2019 年度感动遂宁十大人物”评选活动，集

中展示一年来全市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震撼

人心、令人感动的人物和团队，充分发挥榜样

人物精神示范引领作用。

“2019 年度感动遂宁十大人物”评选范围

为在本年度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品德高

尚、事迹突出、群众公认的遂宁籍或长期在遂

宁工作生活的非遂宁籍人士，不受性别、年

龄、户籍、职业限制，本年度符合条件的已故

人员也可参与评选。活动以“感动公众、感动

遂宁”为主题。凡是符合六项评选标准中任

意一项且未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均可参与评

选。评选活动时间为 8 月—12 月，分组织申

报阶段（8 月中旬—9 月 13 日），综合评审阶段

（9 月 14 日—10 月 14 日），总结表扬阶段（10
月 15 日—11 月 20 日）和宣传展示阶段（11 月

21 日—12 月底）。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市图书馆被评为省全
民阅读示范基地

本报讯 9 月 2 日，市图书馆被四川省图书

馆学会评为 2018 年度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2018 年度，遂宁市图书馆组织策划理念

新颖、内容丰富、品牌效应较好的阅读推广活

动，如迎新春阅读活动；做大“遂宁书市”阅读

品牌，突出“书香遂宁 .畅想悦读”感染力、辐

射力和影响力；成功举办“开启智慧之门——

2018 年四川省图书馆系统暨遂宁市全民阅读

主题晚会”；扎实开展“书香遂宁·畅享悦读”

系列活动；开展“遂宁大讲堂”文化讲座活

动等。同时，市图书馆组织的《斗城诗韵》节

目获得“风雅颂—天府文化诵读展演活动”一

等奖。此外，市图书馆还开展了“创意阅读

营”少儿阅读活动、特色文化展览活动等，不

仅深化服务惠民宗旨，巩固遂宁阅读品牌，还

提高了遂宁文化知名度，将遂宁的全民阅读

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